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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帳幕的人，以及安息日與建造工作的關係（要點）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47
１．他名字的意思是『受神的蔭庇』
，指明比撒列身爲工頭，是一個受神恩典蔭庇的人。

Ⅰ．
『…看哪，猶大
支派中，戶珥的孫
子，烏利的兒子比
撒列，我已經題名
召他。我也已經以
神的靈充滿他，使
他有智慧，有悟
性，有知識，能作
各樣的工，能設計
奇巧的工，用金、
銀、銅製造各物；
又能刻寶石，可以
鑲嵌，能雕木頭，
能作各樣的工。我
已經親自分派但支
派中，亞希撒抹的
兒子亞何利亞伯與
他同工；凡心中有
智慧的，我已賜他
們心中有智慧，能
作我所吩咐你的一
切…』(出 31:2-6)」

Ａ．比撒
列 是 工
頭，是在
神建造上
領 頭 的
人。

２．比撒列的父親名叫烏利，意思是『耶和華的 ａ．我們若不受神恩典的蔭庇，許多事情就會攪擾我們；但全能神的蔭庇會使這些事離開我們，並
光』
；比撒列的祖父名叫戶珥，意思是『自由、 使我們留在平安的處境和光景中，作建造的工作。
尊貴、潔白』
（表徵清潔、純一）
；這三個名字指
ｂ．凡建造神居所的人，都當滿了光，毫無黑暗。
明建造神居所的人，該是怎樣的人。
ｃ．凡建造神居所的人，都當是自由、尊貴、清潔而純一的。
３．建造神的居所，召會，乃是所有神子民應當從事的尊貴工作；然而，作這工作所需的智慧、悟性、知識和技巧，必須是對我們成了那靈
的神自己。
４．惟有神的靈纔能藉着我們建造祂自己的居所。
５．要建造召會，所有信徒都必須知道如何使用神聖的性情作爲金，基督的救贖作爲銀，以及神公義的審判作爲銅，作神工作的材料。
６．刻寶石以便鑲嵌，就是幫助聖徒變化成爲寶石，並且受到調整適於神的建造。
７．雕木頭乃是爲着神建造的緣故，在聖徒的人性上作工。
８．作各樣的工就是以基督拔高的人性，在屬人的品性上產生優雅的美德，這是建造召會作神的居所所需要的。

Ｂ．亞何利亞伯是與比撒列同作工頭的；他名字的意思 １．比撒列屬猶大支派，就是君王的支派，也就是主耶穌的支派；亞何利亞伯屬但支派，是低下
是『我父親的帳棚或帳幕』
；亞何利亞伯的父親名叫亞 的支派。
希撒抹，意思是『有力或扶持的弟兄』
；這兩個名字表
２．同樣的原則見於所羅門和戶蘭亞比手下聖殿的建造；所羅門屬猶大支派，而戶蘭亞比的母親是
徵，亞何利亞伯乃是有力扶持神帳幕的人
但支派的婦人。
３．這指明神居所建造的工作，必須由神所有的子民，包括高階層和那些似乎是低階層的人來完
成。
Ｃ．製作帳幕的人需要心中
有智慧，從神得着智慧、悟
性和恩典，並且心中受感，
好從事建造召會的尊貴工
作，就是建造神在地上的居
所。

１．我們若要建造神的居所，就必須是被神的靈充滿的人。
２．我們要被神的靈充滿，就需要樂意爲神的建造作些事情，並且我們必須放棄天然的才幹，還必須在禱告裏倒空自己，向
神完全敞開。
３．我們天天、時時都需要藉着禱告被三一神新鮮的充滿；基督徒的生活乃是禱告的生活；我們若缺少禱告，就會缺少那靈。
４．我們樂意、倒空、不住禱告的時候，就有智慧在神聖的性情裏作工，將人所需要特別的基督服事給他們，爲着他們在生
命裏的長大以及神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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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七日神便『安息舒暢』
；祂看着人說『甚好』
，就歇了祂創造的工。
２．人就是神的舒暢—神按着自己的形像造人有靈，使人能與祂有交通，並作祂的同伴和配偶。
Ａ．出埃及三十一章十三、十六至十七
節說，
『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爲
這是我與你們之間世世代代的記號，使
你們知道我是把你們分別爲聖的耶和
華。…故此，以色列人要謹守安息日，
要世世代代守這安息日爲永遠的約。這
是我與以色列人之間永遠的記號；因爲
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
舒暢』

ａ．神安息了，因爲祂完成了祂的工，並且滿足了；神的榮耀得着彰顯，因爲人有了祂的形像；祂的權柄
也卽將施行，以征服祂的仇敵撒但；只要人彰顯神並對付神的仇敵，神就得着滿足而能安息。
３．人的
第一日乃
是安息與
享受的日
子。

ｂ．後來第七日蒙記念爲安息日；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人被造後，並不是加入神的工作，乃是進
入神的安息。
ｃ．人受造不是爲了作工，乃是以神爲滿足，並與神一同安息；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人不是爲安息日創
造的。
ｄ．創世記二章二節裏的安息是一粒種子，在整本聖經裏發展，收成於啓示錄；這種子的發展包括舊約裏
安息日的安息和美地的安息、新約裏主日的安息、和千年國的安息。
ｅ．安息的終極完成乃是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的安息，在那裏所有得贖的聖徒都要彰顯神的榮耀，並要
憑神的權柄作王，直到永遠。

Ⅱ．論到安息 Ｂ．人的第一日乃是安息的日子，這立定了一個神聖的原則—神首先以享受來供應我們，然後我們與祂同工；我們必須在神的工作上與祂是一；這需要我們享
日的話，是在 受祂。
帳幕建造的囑 Ｃ．在五旬節那天，門徒們於上午九時充滿了對主的享受；然後彼得同着十一位使徒們站起來與主同工。
咐之後
Ｄ．對神而言，是作工而安息；對人而言，是安息而作工；然後，我們與主是一而與祂同工。
Ｅ．當我們接受祂並享受祂作我們真安息日的安息，祂就會成爲我們作工的力量和勞苦的能力。
Ｆ．我們作爲神的子民，必須帶着一個記號，指明我們需要祂作我們的力量、能力和一切，使我們能與祂同工，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這就尊崇並榮耀
祂。
Ｇ．我們爲神作工，卻不享受祂，不與祂是一，結果乃是屬靈的死亡，並且失去在基督身體裏的交通。
Ｈ．我們帶着的記號乃是我們與神一同安息，享受神，因神得着舒暢，並且先被神充滿；然後與充滿我們的那一位是一而與祂同工。
Ｉ．爲着供應神的話，祂是我們的安息、舒暢、能力、力量和一切。
１．守安息日乃是一個永遠的約，向神保證我們與祂是一，是藉着先享受祂，然後纔與祂同工、爲祂作工並且與祂是一而
Ｊ．這是我們與神之間永遠的約， 作工。
永遠的合同。
２．這裏題到安息日，指明凡與帳幕及其器物有關的事，都把我們引到神的安息日，及其安息與舒暢，
以享受神所定意並作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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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生活、家庭生活篇）

建造召會的棟梁是尊貴的支派比撒列和低下的支派亞何利亞伯。這指明

① 綱目：建造神的居所，召會，乃是所有神子民應當從事的尊貴工作；然而，作

神居所建造的工作，必須由各式各樣的人配搭服事。建造召會需要尊貴的

這工作所需的智慧、悟性、知識和技巧，必須是對我們成了那靈的神自己。

人，也需要不是如此的人。需要弟兄也需要姊妹。不只需要說日語的聖徒，

惟有神的靈纔能藉着我們建造祂自己的居所。

也需要說中文的聖徒、英文的聖徒、韓文的聖徒，也不只有黃種人、也需要

〔雖然〕你樂意爲神的建造作些事情；但你必須曉得，你天然的才幹必須
完全棄絕。神寶貝你的樂意，這是祂所發起的；但你的才幹—你所能作的，
你所知道的—在神看來卻毫無價值。倘若你肯捨棄你的才幹，就會給神立場

將黑人、白人、所有種類的人相調在一起。你不能夠像世人一樣只從外表
③ 綱目：當我們接受祂並享受祂作我們真安息日的安息，祂就會成爲我們作

進來充滿你。首先你需要樂意，然後神需要你敞開。甚至召會生活真實的經

工的力量和勞苦的能力。我們爲神作工，卻不享受祂，不與祂是一，結果乃

歷，也必須倒空。你我在召會領頭的職分裏，天天、時時都需要被三一神新
鮮的充滿。

是屬靈的死亡，並且失去在基督身體裏的交通。

你需要學習這世上的技能和知識。舊約裡最被神所用的摩西和新約裡被
神所用的保羅，都在年輕時受了最高的教育。為了能夠被神所用，你要盡可
能的接受高的教育。接受教育後，不要倚賴天然的才幹，必須倒空、向主敞
開、被主的靈充滿。
摩西和保羅依著天然的才幹為神所用時，都被神所拒絕了。在神的評價，
他們的能力沒有任何價值。你若是沒有向神敞開、被神的靈充滿的話，就無
法有分於建造神的居所，召會的這尊貴工作。

(學歷、社會地位、家庭背景)判斷人。他們全都是主裡對建造有用的肢體。

哥林多前書 15:10 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
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在召會生活中，我們也許作許多事，卻沒有先享受主，沒有同着主、與主
是一而事奉。這樣事奉的結果乃是遭受屬靈的死亡。任何對召會的事奉，若
沒有享受主、沒有與主是一，都帶進屬靈的死亡。每當我們那樣事奉時，我
們就從身體的交通中將自己剪除了。
身為人最重要的是，就是先享受主，在主裡安息。通勤時電車裡的許多人，
在工作前就滿了苦、有痛苦的表情。但是身為主裡信徒的你，需要留意要享

與弟兄姊妹配搭服事時，不可認為只要單純的複製以往的經驗就好，就

受主、在主裡安息、在主裡喜樂。安息與喜樂與否，就是顯示你屬靈健康的

算過去的經驗很有用也不要倚靠，若是不向神敞開、呼求主名、被主的靈充

指標。享受主作安息的時候，你就能保有工作的活力。每早與弟兄姊妹一同

滿，就絕對無法有對建造有用的服事。這個重要的原則事實上不只是召會

享受主，帶著安息與喜樂去上班，帶著活力執行業務。你身為神的子民，應

的服事，在公司執行業務或是切實做家事的事上都是相同的。

該要以神作活力、成為被活力充滿的人。絕不可與沒有神的人過同樣的生

② 綱目：比撒列屬猶大支派，就是君王的支派，也就是主耶穌的支派；亞何利

活。

亞伯屬但支派，是低下的支派。同樣的原則見於所羅門和戶蘭亞比手下聖

過著被工作所左右的在職生活，你就絕對不能夠掌控業務、好好工作。在

殿的建造；所羅門屬猶大支派，而戶蘭亞比的母親是但支派的婦人。這指明

公司裡，成為傑出者的秘訣就是享受主、保有安息和喜樂、有活力執行業

神居所建造的工作，必須由神所有的子民，包括高階層和那些似乎是低階

務。

層的人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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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試練の中での慰め ― 主の中での喜び (英 717)

717. Comfort in Trials - By Rejoicing in the Lord

521 试炼中的安慰─在主里的喜乐

1. おお，主のなかでよろこぼう， こころみがあるとも，
かんなんがなみのごとくー われにおそいかかるも。
(復)
いつもよろこび，よろこべ，
ためいきつかず，うたおう，
死ぬよりは生きていよう，
いつもよろこぼう！

1. O let us rejoice in the Lord evermore,
Though all things around us be trying,
Though floods of affliction like sea billows roar,
Ｉｔ's better to sing than be sighing.
(C)
Then rejoice evermore, rejoice evermore,
It is better to sing than be sighing:
It is better to live than be dying;
So let us rejoice evermore.

1. 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四围充满了凶恶，
虽然患难如同波涛在冲击，但是歌唱总胜似叹息。
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
息，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寂，所以应当时常喜乐！

2. O let us rejoice in the Lord evermore,
When the darts of the tempter are flying,
For Satan still dreads, as he oft did of yore,
Our singing much more than our sighing.

3. 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精神在病中消磨；
因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若靠主喜乐就必刚强。
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
息，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寂，所以应当时常喜乐！

2. おお，主のなかでよろこぼう， くらやみおそうとも，
あく魔はわれらのさん美を おそれるゆえにうたおう。
3. おお，主のなかでよろこぼう， やまいでよわるとも，
主をよろこぶことはわれの ちからであるがゆえに。

2. 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火箭暗中频频戳，
因为撒但还是像从前那样惧怕赞美远过于悲伤。
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
息，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寂，所以应当时常喜乐！

3. O let us rejoice in the Lord evermore,
When sickness upon us is stealing,
No cordial like gladness our strength can restore,
For joy is the fountain of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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